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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也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前景不

透明中开始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眼前

的不安当作“不作为的理由”，而应该把它当作

“有所为”的理由，去思考如何超越疫情的困境。

我们会继续得到协会志愿者们和外国居民们的

协助和理解，实施我们的事业。

　　人类的历史也经常被称为与传染病斗争。

我相信即使是漫长的战斗也一定会有胜利的时

候。另外，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等，世界

范围内严重的自然灾害多发。在正确应对社会

形势等变化的同时，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活动，帮助地区居民和外国居民一起安心生活。

　　本年度是本协会成立30周年的重要年份。

到目前为止，协会所追求的事业和活动也有不

尽人意的时候，但在各位志愿者以及相关团体

的支持和协助下，得以推进。

　　今年是虎年。就如日本的谚语 「虎日行千

里，再行千里回」 那样，行动能力的发挥，恢复

活力，解决目前的一年的困境。请大家齐心协力

地合作，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课题，变成反转攻势

一年。

　　任何情况下，国际交流的主角是地区居民，

外国居民等的“人”。能够为地区的富裕尽一份

力，希望能形成与地区居民，外国居民等的协作

网络，以居民参与的国际交流为目标。请大家理

解和配合。

　　从前年年初开始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到今年的年初也没有结束，然后新的变异病株又出现了，

这不仅对日本，对世界的社会经济也持续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本协会不得已中止了去年计划好的事业。但是，有的活动延期了，有的活动就缩小规模或限

制人数进行，面对面式转换为在线等的形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

【收入】 （单位∶千日元）

2022年度收支预算

财产运用收入等

会费收入

事业收入等

补助金等收入

其他

合计

【支出】 （单位∶千日元）

公益目的事业共通支出

租借会议室等支出

管理费支出

合计

746

1,383

500

22,421

8,240

33,290

29,811

1,829

6,319

37,959

公益財団法人 西宮市国際交流協会
〒662-0911 西宮市池田町11番1号
 （フレンテ西宮4F）
TEL（0798）32-8680
FAX（0798）32-8678

WEBSITE▶
E-mail : nia@nishi.or.jp

新冠疫情下的活动开展情况

新年度令和4年开始

成立30周年的一年

国际交流的主角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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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点心，男女老少爱不释手，甚至得到放松抚慰心
灵。在这里介绍在世界各国各地盛行的，在当地活动
不可缺少的点心以及不到季节尝不到的糖果。世界的

点心
32

4040绍介动活会协

波兰的塞尼尼克芝士蛋糕

　　在波兰语钟，「塞尼尼克」是芝士蛋
糕的意思。
　　虽说都是芝士蛋糕，但现在的芝士
种类丰富蛋糕制作也各种各样。追述芝
士蛋糕的起源，是在公元2000年的美索
布达米亚的辞典里有蜂蜜芝士一词的记
载，另外古代希腊，公元前776年的第一
次奥运会上记载者当时供奉名为“通力
勇”的芝士蛋糕，它是用鸡蛋和牛奶在一
起煮接近现在的布丁状态的芝士蛋糕。
　　但是现在的芝士蛋糕的原型源自于波
兰南部名为波特哈雷的地区，从中世纪前
期开始制作的乡土食品名为“塞尼尼克”
最具有说服力。使用鲜奶油轻发酵后带酸
味的纯白色的鲜芝士名叫“陶法卢克”来
制作的能抑制蛋糕的甜味。19世纪前半时
期，从波兰来到美国的移民们将“塞尼尼
克”推广开了，“塞尼尼克”很受大家的欢
迎，纽约的乳加工业者开发了奶油芝士，
之后被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芝士蛋糕。本次
介绍的是用手边能买到的材料制作的具有
日本风味的“塞尼尼克”，是非常健康的
甜品。请大家品尝一下吧。 （Y. U）

材料（15英寸的圆形蛋糕盘）
・芝士（干酪）……………………… 200g
・黄油 …………………………………… 40g
・粉糖 ………50g（分20g和30g两种）
・鸡蛋 …… 2个（蛋白和蛋黄分开）
・鲜奶油……………………………… 50ml
・片栗粉…………………………… 1大匙
・柠檬汁…………………………… 1大匙
・香草油………………………… 5滴左右
＊将冰箱黄油，奶酪取出放在常

温，使之回到室温后使用。
＊烤箱加热至180℃。
制作方法
①将黄油放在大碗中，用刮刀刮成

奶油状。加入粉糖 50g 后拌匀。
②将蛋黄一个个加入①里，充分

搅拌成奶油状。
③在②中分多次加入奶酪，每加

入一次都要充分搅拌均匀，再
依次放入鲜奶油，淀粉，香草
油，柠檬汁，搅拌均匀。

④在另一个碗里加入蛋白打泡沫，
打到一定程度后分 2 次加入 30
克糖粉，搅拌成凝固的酥皮。

⑤在③的碗里分几次打泡沫搅拌
成凝固的酥皮。

⑥将⑤放入摸具内，用烤箱温度
调至 180 度烤 25～30 分钟。

⑦烤好后很软，直接放入冰箱充
分冷却后撒上糖粉切块。

通过广播传达日常有用的信息
～听母语广播度过轻松愉快的时间～

　　FM樱花电台的多语言广播
「与世界心连心」 是以英语，汉语，
葡萄牙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市民作
为志愿者，用各自的母语传达地区
信息的广播节目。每周六中午开始
播放15分钟，第一周播放中文，第
二周播放英语，第三周播放葡萄牙
语，第四周重播第二周英语。用母语
提供信息受到了外国人的赞许。

　　在中文广播录制那天去登门
采访了樱花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人
是来自台湾的林女士和来自中国的
马女士，是由他们两人用中文主持
节目的，日语部分的解说是精通中
文的日本人濑户口女士。
　　广播内容的前半部分是关于
西宫市和国家制度的通知及季节

活动等对日常生活有用的信息。在
采访中了解到事先将协会工作人
员制作的脚本交给她们，两位主持
人将其翻译成中文进行广播。有时
单纯的翻译对外国人来说很难理

解，这时为了更好地传达信息，需
要换一种说法加以说明。而且听说
要一边又一遍读原稿，确认有没有
不自然的措辞，在播出之前需要踏
实地准备工作。

　　录制时语速非常快。据说这是
日常会话的速度，要在15分钟内把
所有信息广播出去，所以不知不觉
加快语速读稿，说完后两人就笑了。
　　后半部分是和嘉宾聊天。聊到
了来日本的契机，住在日本的感受
等等，都各不相同，内容丰富听得
很愉快。如果不能把嘉宾请到演播
室，也可用电话的方式采访。
　　其实马女士最早就是作为这
个广播节目的嘉宾登场的，当时突
然要求读原稿，就那样做了主持
人。很有缘吧。
　　樱花FM（78.7MHz）广播电台，
还可以通过用免费APP“Radimo”
收听，往期广播节目可以随时在
NIA的主页上收听。就当作活用学
习语言的工具也不错。 （Y. I）

本协会举办了很多有关国际交流的活动和讲座。
下面介绍各种活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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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NIA活动信息

3333外国人采访录

　　这次采访的嘉宾是来自菲律

宾马尼拉的比亚托丽丝・山城女士。

她和丈夫一起住在西宫。在本市的

医疗设施从事护理工作。山城女士

的日语也是在西宫国际交流协会

学习的。

　　21世纪的今天，日本已经成为

超高龄社会，需要护理的老年人也

不断增加。相反，因从事介护和护

理的人才不足，积极投身于这项工

作的全亚洲女性备受关注。这次采

访的山城女士来日本已有20年了，

一直从事照顾老年人和病人的工

作。所谓护理工作就是要体谅理解

患者的心情，温柔且温暖地帮助对

方，从她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她对

患者的爱心。

　　山城女士生长在有着9人弟兄

姐妹的家庭中，他们当中有8人从

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山城女士在家

乡生活的时候，已经取得了护理福

祉的资格。在1999年和日本人结

婚，于2000年来到了日本。当时为

了照顾婆婆在日本开始学习并取

得了护理助理的资格。拥有护理专

业知识也被派上用处，马上取得了

护理助理2级的资格。

　　在照顾完高龄婆婆后，在尼崎

的养老设施工作了12年，之后一直

到现在，都在西宫的医疗设施做护

理。特别是这两年有机会照顾感染

者末期的患者时好几次都流了眼

泪。无论什么时候都能让患者感受

到最舒心的服务，她认为向虚弱的

患者，及需要帮助的人们伸出援助

之手是她工作的价值所在，只有这

样才能感到工作的快乐。

　　在菲律宾老年人受到重视，大

家族一起生活是理所当然的文化，

至今都根深蒂固，刚来日本的时

候，看到独自行走的老年人的样子

很吃惊。因为我认为60岁以上的人

身边有人陪伴是理所当然的。在这

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菲律宾人在照

顾老人的时候，会给与对方细致温

柔的照顾。因为对每一位患者都要

小心翼翼，随时要注意不要让对方

感到不愉快。

　　和日本丈夫两人一起在日本

生活感到很舒适，但是如果年长的

丈夫身体不能动态时就把他带回

菲律宾。因为在菲律宾，家人和亲

戚会一起帮忙照顾，这样才能安享

晚年。我不知道现在还很健康的他

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M.M）

用心护理病患

为外国人开设的免费咨询会
有专业司法书士・行政书提供免费咨询。（保守
秘密）有志愿者做翻译，所以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需要翻译的话请事先联系预约。

日期

7月17日 （周日） 13:00～16:00

9月18日 （周日） 13:00～16:00
在留资格咨询 NIA

会议室

内容 地点
9月10日 （周六）
10:30～11:30

日期

小提琴节奏操 NIA

内容 地点

国际儿童俱乐部
～有外国学员的儿童 （学龄前儿童）・家长交流会保～

参加费 ：免费

～比亚托丽丝・山城女士 （来自菲律宾）～
やまし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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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0093 2 10-24 ・ ・JR 10

FAX 078-251-6138078-242-3497
×

广告大募集
广告尺寸

◆広告刊登价格表

◆发行量

◆发布对象 赞助会员、外国人会员、志愿者会员
其他的一般市民、其他相关的协会、西宮市内的公
民馆、市民馆、图书馆、市内的高校、大学等

◆网络登载 本协会网页登载1年

日语1,800份／英语1,200份／中文900份／
韩语800份（×4刊次　年次发行）

颜色 価格 掲載回数

大:110mm×65mm 双色印刷 整年度40,000日元
（含团体会费20,000日元）

年4次刊登
（6月、9月、12月、3月）

小: 65mm×65mm 双色印刷 整年度32,000日元
（含团体会费20,000日元）

年4次刊登
（6月、9月、12月、3月）▶広有刊登广告意向的商家，请随时和国际交流协会

　（0798）32-8680联系咨询。

営

NITORI

国籍 人数 比例

西宫市总人口 482,693
外国人居民的比例 1.47% 

韩国・朝鲜
中国  
越南  
菲律宾
美国
尼泊尔
台湾 
巴西 
其他的84个国家

计

3,171
1,269

772
249
224
198
139
128
939

7,089

44.73%
17.90%
10.89%
3.51%
3.16%
2.79%
1.96%
1.81%

13.25%
100%

※2022年5月底现在 西宫市的调查数据
西宫市外国人的居住状况西宫市外国人的居住状况

为各种活动、灾难提供多种语言的信息。

西宫市国际交流协会 (NIA)

请求你的朋友登陆脸书账号

Facebook

◇招募志愿服务人员◇
本协会现在招募下列各类志愿服务人员。
● 发送服务∶每年4次,「ふれあい通信」寄送

时装入信封的工作。
● 散发服务∶将该「ふれあい通信」送到近邻

的公共设施等。
● 中国语，朝鲜 / 韩国语，越南语，葡萄牙语

等翻译服务∶从简单的日常会话的口译到
机关杂志的翻译，寻找各种水平的志愿翻
译人员。

◇招募赞助会员◇
为推动本协会的国际交流事业,请大家给
与大力支援。
● 年会费∶团体・法人／一份20,000日元

个　人／一份3,000日元
志愿者／一份2,000日元

● 优　惠∶免费出借图书。优惠使用会
议室和展示角。优先通知协
会主持的各种活动。市内的
文娱场所入场费减免。

企业宣传！
提高企业形象！


